
太平人寿价值业务增长迅猛
近日，“2017年第一财经·RFP中国理财精英

颁奖典礼暨中国理财师大会”在沪举行，太平人
寿凭借卓越的行业影响力和出色的业绩成绩单，
荣膺“中国十佳年度影响力品牌”奖。中国理财
精英评选创新采用“奥斯卡”式的推荐人制。通
过对参选者的专业面试成绩、业绩指标、行业地
位与发展等方面表现进行专业评估，从而选拔出
优秀的个人、团队和机构。仅2017年上半年，太
平人寿原保险保费收入已达789.35亿元，价值业
务增长迅猛。此外，个险、银保13个月继续率再
创新高，优秀的业务品质，保持了行业排名领先
的地位。

（陈艺林）

南昌商会联合总会成立
近日，南昌商会联合总会在昌成立，南昌市

相关部门领导及来自全市各行各业400余名优
秀企业家欢聚一堂，共商合作大计。中国民营经
济国际合作商会会长、中非民间商会会长、科瑞
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当选首任会长。新成立
的商会负责人表示，将团结和带领广大企业家会
员奋发图强，开拓进取，为南昌乃至全省发展凝
心、聚力、聚智。

（曾广南）

业内大咖齐聚鹿鼎家居
10月，家居奥特莱斯生活馆在鹿鼎国际家

居揭开面纱。国内、省内各家具行业商会大咖纷
纷齐聚鹿鼎，共同见证家居奥特莱斯启动。10
月7日，左右沙发华南大区最大旗舰店在鹿鼎国
际家居博览中心开业，中央电视台《梦想剧场》全
国模仿秀大赛总冠军，“小沈龙”助阵，让现场观
众体验了笑星的魅力。鹿鼎国际家居总经理熊
陆军表示，鹿鼎国际家居在江西首次推出家居

“奥特莱斯”品牌折扣中心，将成为中部经济圈首
个采用“奥特莱斯”品牌工厂仓储直销、折扣经营
模式的实体家居采购中心，全场商品仓价发售，
部分家居商品甚至低至一折。左右家居是唯一
一家以沙发为主导的独立专卖店，打破了南昌软
体业态的竞争格局，近5年，左右沙发每年以一
倍以上的增长率占领江西市场，立志成为华南区
域最大的专销商。

（龚娟莉）魅力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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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心换真情

长潭村位于赣州市崇义县境内，与上犹县
隔陡水湖相望。全村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薄弱，
人均耕地不到 3分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6户

283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14%，是“十三五”省级

扶持贫困村。2015年冬，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

省分行驻长潭工作队进驻该村，到如今，整个村

子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做好对长潭村的扶贫工作，进出口银行

召开党委会，成立了由行党委书记、行长郑丽任

组长的定点包扶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按照省委

组织部、省扶贫和移民办的要求，选派建了驻村

帮扶工作队。行党委先后 10次研究定点包扶

工作，研究制定年度扶贫计划，落实扶贫资金，

部署扶贫工作。集团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先后
6 次到扶贫点调研指导工作，看望慰问群众。
驻村包扶两年来，通过慰问困难党员群众、捐赠
脱贫攻坚专项基金、校园建设专项基金、“成长
书屋”及扶贫光伏电站等共计捐赠资金及项目
332万余元。

办实事得实效
驻村工作队到村里任职之后，连续进行了

一个月的入户调查，并制定了详细的、可操作的
扶贫规划。

整村推进改村貌。聘请市规划机构高标准
规划村庄整治，重点推进改村貌。争取扶贫开
发整村推进项目资金536.4万元，用于村容村貌
和人居环境。道路硬化通组路 2.14公里、通户

路 1.96 公里、改厕 96 户、粉刷墙面 1.9 万平方

米、拆除空心房 1.6万平方米，还新建了一个村

级文化广场。

危房改造保安全。驻村工作队全面走访摸

排全村80户土坯房农户，入户宣传土坯房改造

政策，重点帮助 18户土坯房贫困户改造住房，

鼓励贫困户到村集中建房点、圩镇安置，已完成

危旧土坯房改造15户，建设农村保障房3套，确

保了贫困群众住有所居、住得安全。

完善基建惠群众。驻村工作队积极争取

“一事一议”资金计 50多万元，高标准、高质量

修复河堤工程850多米。争取交通部门扶持资

金 60多万元，硬化通组公路、桥梁 4处，均已竣
工投用。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和自筹资金，出资
40多万元新建150立方米蓄水量自动反冲过滤
标准化设施水厂，解决了全村12个村民小组安
全用水问题。

谋长远利长久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反复强调，定

点包扶关键在于补齐发展短板，只有激活造血
功能，才能强筋壮骨斩断穷根。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2015 年进出口银行
出资在长潭村小学楼顶建设了 5.2千瓦光伏发
电设备，产权归村集体所有，结束了建村以来集
体收入为零的历史。今年“七一”前夕，又签订
了投资280万的297千瓦光伏电站扶贫项目，占
地面积4500平方米，9月初已经实现并网发电，
每年可为贫困户和村集体增加收益26万元。

推动特色产业发展。驻村工作队积极引导
贫困群众发展产业，目前，全村贫困户已发展刺

葡萄面积 12.4亩、养蜂 110箱、人均油茶面积 2
亩。会同乡村流转土地 200亩，引进投资商建

起果蔬基地，不但为贫困户增加了土地流转收

入，还拓宽了增收渠道、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

村民以流转的土地和大棚入股果蔬基地，每年

可增加集体收入1万元。

夯实民生事业基础。驻村工作队除了标准

化建设饮水工程、通组公路，还积极推动完善村

庄标准化，成功争取了201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对200亩以上农田进行高标准、高质量平

整，为发展现代农业、观光农业、乡村旅游打下

基础。争取恢复了村小学 1-3年级教学点，建

设了师生住宿楼，投入15万元完善学校篮球场
等设施。另外，还高标准改扩建村卫生院,建设
并开通使用4G基站，民生基础进一步夯实。

今天的长潭村旧貌变新颜，村民们看到了
希望，奔向全面小康的信心更足了。 （肖 遥）

补齐发展短板 激活造血功能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驻崇义县长潭村扶贫侧记

近日，由《亚洲货币》(ASIA MONEY)
主办的“金融家之夜”盛典在北京举行，中
信银行凭借投资银行业务方面的突出业
绩，在 2017 银行业（国别）奖评选中荣膺

“最佳公司和投资银行”奖项。
近年来，中信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以建

设“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为方向，把握
市场机遇，加强产品创新，推动业务转型，
实现了投行业务快速发展。投资银行条线
实现营业净收入三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50%，2016年末达到 110亿元；近三年新增
融资投放规模合计超过 2 万亿元，投资银
行业务的市场化融资主渠道作用得到进一
步强化。

2016-2017 年，中信银行投资银行重

大项目亮点频现：并购融资方面，为中国化
工 500 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艾派克 40
亿美元收购美国利盟、百丽国际 531 亿港
元海外退市私有化、洛钼控股 26.5亿美元
收购刚果铜钴矿公司等筹组银团贷款，为
盈德气体14.9亿美元海外退市私有化提供
并购过桥融资，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贷投联动方面，中信银行向被恶意做空的
优质在港上市企业中国宏桥提供 200亿元
综合融资服务，维护企业市值稳定，彰显中
信银行社会责任；提供 28亿元人民币融资
参与云南白药国企混改，助力医疗细分行
业龙头鱼跃医疗参与云南白药战略投资，
成为云南国企改革新样本。债券承销方
面，2016年，中信银行债券承销规模近3000

亿元，为中国电信、国电集团、神华集团、中
国建材、大唐集团等战略客户分别累计承
销债券数百亿元；在债券承销业务创新方
面，中信银行为华夏幸福成功发行固安市
政物业资产支持票据，成为全国首单落地
的PPP资产支持票据项目，盘活企业存量资
产，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为江苏交控成功发
行5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债券通），是全国首
单地方国企发行的“债券通”产品，也是股份
制银行承销的首单“债券通”产品。

同时，中信银行投资银行重点业务持
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2016年末，中信银行
位列汤森路透并购财务顾问排名境内商业
银行第一位，彭博牵头银团贷款份额排名
境内股份制银行第一位，Mergermarket 中

企境外并购财务顾问排名境内商业银行第
一位。债券承销规模全市场排名第四位，
公募债券承销规模股份制银行第一位。股
权投资规模超过90亿元，位居同业前列。

此次中信银行荣获《亚洲货币》“最佳
公司和投资银行”奖项，显示出国内外金融
界和企业界对中信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高
度肯定，有力提升了中信银行投资银行品
牌价值与市场影响力。下一步，伴随着中
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脚步，改革的红利为银
行投资银行业务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信银行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进一步完
善投资银行产品服务体系，提升客户综合
融资服务水平，打造“国内商业银行最佳投
资银行”。 （陈 盈）

中信银行获《亚洲货币》“最佳公司和投资银行”奖项

中国进出口银行
江西省分行成立 4 年
来，始终发挥出政策性
银行的作用，以传导国
家外经贸政策、服务江
西地方经济发展为己
任，支持全省外贸进出
口、“一带一路”等上百
个投资合作项目。如
今，该行贷款余额近
500 亿元，贷款平均增
速达 45.2%，位居系统
内分支机构和全省金
融机构前列，累计完成
授信近9000亿元，投放
贷款超1000亿元，外币
贷款余额居全省第一。

近年来，丰城市梅林镇坚持党建引领，以脱贫攻
坚为主目标，着力在基础设施、产业建设上下工夫，
形成了以党建带发展促脱贫的良好局面。

“百分制考核+星级管理”
激发党员干劲

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发挥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探索实行党员百

分制考核星级管理。按照学习星、佳绩星、服务星、

守纪星、文明星，将参加组织生活、带头脱贫致富、履

行岗位职责、维护辖区稳定、倡导移风易俗等内容量

化分值，实行百分制考核，坚持日常记录计分、季度

汇总通报、年度评定格次，把考核结果作为党员民主
评议、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全镇党员在扶贫扶弱
济困、建设美丽乡村、加强社会治理中主动作为，争

当模范表率，成为村级脱贫攻坚的主力军。

“支部+合作社+贫困户”
实现群众增收

近年来，该镇以产业扶贫为抓手，利用区位优
势、交通便捷的优势，用好用活政府配套的贫困村产
业扶持资金，整合帮扶部门力量，积极探索“支部+合
作社+贫困户”发展模式，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32个，
帮扶带动全镇种植业、养殖业，在全镇形成了“长中
短结合、一村一品、一户一业”的产业建设格局，实现
群众稳定增收。

“正向激励+负向惩戒”
夯实帮扶责任

科学制定了脱贫计划，落实包帮责任，将脱贫任

务细化到村、到户、到人，成立了脱贫工作组，由班子
成员领导任组长，带领相关单位业务人员抓好落

实。把脱贫攻坚任务完成情况作为镇村干部年度考

核和评优树模的重要依据，实行“一票否决”。同时，

采取不定期督查和季度检查通报，半年总结评比，年

终全面考核。对完成任务较好的村、单位和个人予

以表彰奖励，对未完成年度脱贫任务、措施落实不力

的予以问责。

当前，在火热的脱贫攻坚战场上，该镇各单位和

党员干部正围绕年度脱贫工作任务，积极培育专业

合作组织，抓住秋季建园有利时机，动员和指导群众

发展富硒油茶、富硒果园等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开展贫困群众扶志扶智专项行动，以新民风建
设增强脱贫攻坚内生动力。

（夏 添）

丰城市梅林镇:党建引领脱贫攻坚

根据工作需要，全国工商
联党组拟提名中国民营经济国
际合作商会会长郑跃文为中华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二届执
行委员会委员人选。现将人选
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郑跃文，男，中国民营经济
国际合作商会会长，科瑞集团
公司董事局主席。

公示时间从 2017 年 10 月
24 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
止。对上述公示对象如有意
见，请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前
来信来电向省工商联会员处
或省纪委驻省委统战部纪检

组反映。
举报电话：
0791-88913435
（省工商联会员处）
0791-88912619
（省纪委驻部纪检组）
传真电话：
0791-88913403
电子邮箱：
6775924@163.com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卧龙路999号
邮政编码：330036
中共江西省工商联党组
2017年10月23日

关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拟提名人选的公示

B2 JIANGXI DAILY 财 经 2017年10月24日星期二
■ 特刊部主办 ■ 主 编：吴艳雯
■ 电 话：0791—86849207 ■ 邮 箱：43968269@qq.com


